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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王启鹏最后的奉献

他捐献了心脏、、肝脏和肾脏，，至少挽救五位器官衰竭者的生命————

——6 月 13 日，35 岁的驻浙某部芜湖籍士兵王启鹏，因脑动脉瘤发作突然头晕呕吐，被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6 月 23 日，原本手术后情况逐渐稳定的王启鹏病情突然恶化，虽经医生全力抢救，
却再没有醒来。
——8 月 10 日，王启鹏的母亲千秀琴，等了一天又一天后，盼望的奇迹没有发生。在医
生确定儿子已脑死亡、生命无法挽回时，她哭了整整两天，然后帮儿子做了一个决定，捐献器
官。8 月 20 日，家属在器官捐赠文件上郑重签字。
——8 月 24 日，捐献手术进行。从监护室到手术室，是一条 100 米左右的过道，被称为
“荣耀之路”。王启鹏的家人及医护人员守在两旁，陪他走完了这最后一段路。王启鹏 6 个月
大的女儿，在妈妈的帮助下，用小手将代表新生的小雏菊，
轻轻地放在
“熟睡”的爸爸身上。
——5 个多小时的手术后，王启鹏捐献了心脏、肝脏和肾脏，将至少挽救 5 位器官衰竭者
的生命。

“当兵，是我们家传统，是王启鹏最大的愿望”
8 月 31 日上午，南陵县许镇镇清城村，几日前才从
杭州赶回来的母亲千秀琴、妻子查慧琴和二姐、二姐
夫，
以及同村的堂姐堂哥们齐聚在老宅中。
“当兵，是我们家的传统。”王启鹏的堂哥王启玉
说，家族里，三叔叔三婶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
王启鹏几个堂兄弟也都是军人，更有多位堂侄子先后
入伍，
“数一数从军的有 7、8 个人，可以说，我们家是代
代有军人。去当兵，保家卫国，在我们家族、我们村，是
最光荣的事。
”
母亲千秀琴记得，王启鹏念书晚，18 岁初中毕业后
曾当过木匠、做过厨师，但成为一名军人始终是儿子最
大的愿望。她说，2006 年王启鹏第一次报名参军，由于
鼻炎没有通过，为此他专门去做了鼻炎手术，第二年再
次报名，
终于如愿以偿。
王启鹏入伍时，家里人一起去送他，都记得当时的
情形，送到了南陵县武装部后，又跟着送到了芜湖市的
火车站。
“ 我们知道他是要去厦门，那么远，都挺舍不
得，觉得他是要去吃苦，倒是他说没事，放心，去了部队
一定会好好干。
”二姐夫何先果说。
22 岁的王启鹏当上新兵的第二个月，曾有一次在
电话中和母亲倾诉，
“妈，当兵好苦啊。”千秀琴说，当时
她一句话也没安慰儿子，只说“那没办法，苦你也要坚
持，这是你自己选的。”后来的十多年里，儿子再也没有
喊过一句苦。

“他是一个话很少的好孩子”

“他是一个吃苦耐劳、
热心肠的老班长”
采访中，记者还联系上了王启鹏所在的驻浙某部
队，他们说，部队里的指导员、战友对王启鹏评价很一
致——“一个吃苦耐劳、热心肠的老班长”。
“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训练特别刻苦。”王
启鹏的指导员何军峰向记者透露，王启鹏本是一名
防化兵，2017 年转为步兵，为了达到体能要求，他对
训练的自我要求非常严苛，
“他在一开始住院手术
后，最牵挂的事情就是出院了要赶紧回部队，害怕训
练落下很多。”
“他作为一个‘四期老班长’，什么架子也没有，对
新兵很热心，经常在各个方面帮助我们。”何军峰说。
王启鹏照顾新兵，这一点他的家人再清楚不过了。
“从
军 14 年，他只在家里过了一次年，就是今年，还是因为
他女儿出生。”二姐夫何先果说，之前的 13 年都留在部
队过年，为啥？
“因为他主动把过年回家的机会，让给其
他战友。
”
无论是王启鹏家人，还是他的战友，采访中都谈及
了王启鹏的一个特长——木工。
“做木工，他极其认真、用心。”何先果拿出手机，展
示着王启鹏做出的各式橱柜，他说从军前王启鹏曾经
短暂地跟师傅学过，但基本还是靠他自己“无师自通”，
在网上找到柜子图，然后默默研究。
“他曾和我聊过，过
几年回南陵，也许可以试试做家具行业的营生。”妻子
查慧琴说。
“做木工，他特别吃苦耐劳。”何军峰告诉记者，部
队训练的业余时间，王启鹏发挥自己的木工特长，营房

采访手记

在家人眼里，王启鹏是个什么样的人？
“ 他是一个
话很少的老实孩子。”王启鹏的一位堂嫂如此评价，在
她印象中，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王启鹏很争气，从没和父
母怄过气，
细心、能干。
在家人的眼里，虽然当兵常年在外，但王启鹏一直
是个极孝顺的人。
“ 除了作为新兵的头两年，后面这些
年，我们一周最少会通一个电话。”参军 14 年里，虽然王
启鹏每年只回来一两次，但千秀琴说，王启鹏一直牵挂
着家人，发了工资就想起家里，隔三差五要问家人的情
况，
“ 他出事的那天中午才刚刚给我打过电话，问我在
厂里打扫卫生累不累，
让我千万别太辛苦。”
在家人的眼里，王启鹏虽不善言谈，但是个情感
细腻的人。每次休假回家时，王启鹏都会给母亲置办
一堆生活用品，小到洗发水、香皂，都准备得妥妥帖
帖，堂嫂说王启鹏收拾起家来“比他母亲都强”。王启
鹏的父亲前两年去世了，父亲在世时，王启鹏每次回
家都会陪父亲去砍柴，至今老宅的堂厅里，还堆满了
父子当时一起砍的柴火。这一点上，王启鹏的爱人查
慧琴也说丈夫是“嘴硬心软”。
“ 很多事他不爱说，但是
心却很细。”2017 年两人结婚后，因为查慧琴娘家种的
地很多，王启鹏便把年假留到农忙时请，为的就是帮
衬妻子娘家一把。
“ 今年年初，我们女儿出生，他申请
陪产假，在家待了 60 天。走的那天上午，他就一直抱
着女儿。他不说舍不得，只说要好好抱抱，说这一别
要好久……”当时，查慧琴曾和王启鹏约定下一次 7 月
回家，两人还商量着等女儿 8 个月大的时候，由查慧琴
带着去部队拍全家福。
在 家 人 的 眼 里 ，王 启 鹏 还 是 个 动 手 能 力 很 强 的
人。王家老宅是一座古旧的砖瓦老屋，在王启鹏的父
亲意外过世前，老两口还住在老宅里时，王启鹏每次回
家都会进行一些修缮工作。千秀琴指着墙壁上还较新
的电路排线，告诉记者这都是几年前儿子搞的，
“ 房子
电线老化了，有一次他回来后就动手把电线改造了。”
儿子很能干，自立自强，这一直都让千秀琴很骄傲。她
说，儿子会木工，会打家具，甚至姐姐家坏了的水龙头、
小家电，
他都能修好。

“这个老宅年久失修，几年前，村委会曾提出帮我
们维修。但被王启鹏知道后，拒绝了。他跟我们说，不
要麻烦政府，他过几年就回来了，到时候他要自己动手
翻修。”千秀琴回忆道，谁知道，儿子的这个承诺竟失言
了。所幸的是，采访中记者得知，许镇镇的党委政府和
我市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慰问和落实完善优待抚
恤之余，已对其家中老房子进行实地勘察，正在计划重
建中。

里很多新柜子，都是出自他的手。王启鹏甚至还带出
了两个徒弟，
3 年多来，
为单位节约了二十万元的经费。

“去帮助和挽救更多的人，这一直都是王启
鹏的心愿”
王启鹏住院的最后 73 天里，他的母亲、妻子、大姐、
二姐、二姐夫都在医院里陪着他。
“我们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重症监护室
探望他。他一直是昏迷的，我每天为他擦拭一遍身
体。”千秀琴说，6 月 23 日情况恶化后，医生说，能不能撑
过去就看接下来的一个月。于是她们全家人，每天都
在等，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到王启鹏
病房外的椅子上坐下，一等就是一天，
“ 虽然探望只有
一个小时，
但只有坐在那里，
我才能感觉安心。”
等了一个多月，直到 7 月末，奇迹并没有发生。全
家人不愿意放弃，又继续等了半个月。
“ 一直等到医生
告诉我，已确定脑死亡，生命无法挽回。看着躺在病床
上的他，只能靠呼吸机和营养液维持，我们真的心如刀
割。”一次无意中的对话，千秀琴得知儿子的身体尤其
是心脏都非常健壮，
她萌生了器官捐献的想法。
做这个决定，千秀琴说她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那
两天她一直在哭，吃不下饭，反复思考这件事。
“我真的
好舍不得我的儿啊……我的心都碎了！可是王启鹏是
我亲生的，我了解我儿子，他把青春都献给了部队，他
一直那么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两天后，千
秀琴忍着悲痛，给一个个亲戚打去电话，把这个决定告
诉了大家。
王启鹏的二姐说，她们全家人都觉得，如果弟弟知
道的话，也一定会同意这个决定的，
“ 去帮助和挽救更
多的人，
这一直是王启鹏的心愿。”
捐献手术完成后，听说可以至少挽救 5 位器官衰
竭者的生命，千秀琴说自己回去又哭了一场。生前报
效祖国、为社会作贡献，逝后捐献器官、让生命以另一
种方式回报社会，千秀琴说，她会永远以儿子王启鹏
为荣。
（王启鹏生前照片由其家人提供）

延伸生命
传承精神
8 月 24 日，老班长王启鹏走了。将生命定格
在 35 岁，
军龄 14 年，
党龄 9 年。
8 月 31 日，我们走进南陵县许镇镇清城村王
启鹏家。晌午阳光炙热，田野里稻穗苍绿挺拔。
王家老宅陈旧简陋，墙上石灰斑驳，地也是坑洼
不平，
只门口一株老桂树浓荫蔽地，
生机盎然。
老宅的堂屋、厨房里，很显眼地堆着一人多
高的柴禾，这是几年前王启鹏休探亲假的时候和
父亲一起一根一根砍下、一担一担挑回家，给母
亲日常烧煮用的。如今，柴禾还没有用完。王启
鹏的遗像摆放在堂屋的方桌上，父亲的遗像挂在
上方，
两年前，
王启鹏的父亲因故去世。
接连的打击，几乎击倒了母亲千秀琴。很长
时间，她坐在记者对面的长条凳上，双手下意识
地用力搓在一起，她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妻子查
慧琴坐在角落里，眼睛总是望向空空的屋外。6
个月大的女儿，不哭也不闹，乖巧地躺在妈妈怀
里，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丈夫去世后，
儿子曾是千秀琴最大的安慰和依靠，现在，这个

孩子成了千秀琴和查慧琴的安慰和依靠。有一
天，这个小小的孩子会知道她的爸爸是位光荣的
军人，被铭记和尊敬的老班长？她会知道她的奶
奶和母亲，做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决定？这个决
定，不仅让她的爸爸以另一种形式将生命延伸下
去，也让她的爸爸以另一种形式将老班长的精神
延续下去。
老班长精神，是对战友无限热爱，是对革命
无限忠诚，是舍己为人、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精
神。王启鹏，这位普通一兵，生前的保家卫国、吃
苦耐劳，逝后的捐献器官，奉献他人，就是老班长
精神的传承和体现。
老班长离开了，但是他的精神不会离开。他
的精神将激励着他的战友，激励着每一个被他的
精神感染的人。如同老宅前那株金桂，年年葱
茏，
岁岁芬芳。

